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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考試及106年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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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號：14140 
全一張

（正面）

考 試 別：退除役軍人轉任公務人員考試 
等 別：四等考試 
類 科 別：一般行政 
科 目：政治學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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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請接背面） 
 

甲、申論題部分：（50 分）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一、何謂「創制權」，有何相關之規定？其優、缺點各為何？請比較說明之。（25 分） 

二、法國總統大選採行何種選舉制度？此制是否會導致左右兩極化之選舉結果？請舉例

說明之。（25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4141 
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共25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 下列那個政治學研究途徑是強調科際整合，主張事實與價值的二分，並以建構有系統、經驗之理論為研究之定向

與導向？ 
行為主義途徑 後行為主義途徑 傳統研究途徑 新制度主義途徑 

2 在國家的五項重要目的中，除了安全、秩序、公道（或正義）與福利之外，還包括下列何者？ 
廉潔 效能 博愛 自由 

3 下列何者不是審議式民主的參與形式？ 
審議式民調 政策說明會 公民會議 公民陪審團 

4 納粹主義之主張為： 
種族主義 多元主義 環境主義 共產主義 

5 當代那一種意識型態反對傳統上以人類為一切中心的世界觀？ 
女性主義 社會主義 生態主義 自由主義 

6 下列關於民族主義的敘述，何者正確？ 
堅信國家的偉大與統一  是二十世紀才形成的意識型態 
強調個人自由應該勝過國家自由 通常不會強調自身民族的優越性 

7 工作權與學習權屬於那一類的人權？ 
自由權 社會權 救濟權 參政權 

8 下列那一個國家的成年女性最晚取得普選權，參與投票？ 
美國 紐西蘭 加拿大 瑞士 

9 下列何者為《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之作者？ 
韋伯（Max Weber）  馬克思（Karl Marx） 
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 普特南（Robert Putnam） 

10 下列那項文件被視為英國立憲民主制度的濫觴？ 
權利清單 選舉權改革法案 憲政改革法案 大憲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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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黨團和委員會是我國立法院中的兩個重要組織。關於黨團或委員會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黨團是政黨在國會中的代理人 紀律委員會屬於常設委員會 
取得三席立法委員之政黨得以組成黨團 常設委員會設召委二人，輪流擔任主席 

12 我國之司法體系屬於： 
大陸法系 海洋法系 習慣法系 普通法系 

13 下列那一組國家，其總統僅係國家元首，並不具有行政首長之地位？ 
美國、法國 德國、新加坡 英國、義大利 日本、大韓民國 

14 我國地方民意代表係採用下列何種選舉制度選出？ 
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制  單一選區兩票制 
複數選區全額連記法  複數選區單記不可讓渡投票制 

15 下列那個國家不是多黨制國家？ 
以色列 德國 美國 義大利 

16 下列何者為研究美國利益團體的著名學者？ 
伊斯頓（D. Easton） 杜魯門（D. Truman） 墨頓（R. Merton） 凱伊（V. O. Key） 

17 下列有關大眾傳播媒體的敘述，何者正確？ 
歐美民主國家中多數的大眾傳播媒體都是政府官方經營 
民主國家中大眾媒體的新聞評論通常沒有任何政治立場 
大眾傳播媒體除了新聞報導外，往往也扮演形塑民意的「意見製造者」（opinion makers）角色 
威權國家的新聞媒體享有新聞自由保障，能夠沒有限制的挑戰官方的說法 

18 杜瓦傑（M. Duverger）以政黨權力源自議會內部或外部，區分內造政黨與外造政黨，請問下列那一個政黨屬於外

造政黨？ 
美國民主黨 美國共和黨 英國保守黨 英國工黨 

19 下列那個國家為單一制政府（unitary government）？ 
加拿大 澳洲 英國 德國 

20 利益團體為獲致不同的目的，通常會採取各種不同的行動，下列何者不是利益團體會採取的行動？ 
遊說 組織政黨 司法訴訟 政治獻金 

21 民意調查結果的可信度容易受到很多因素的影響而被質疑。下列何者會降低民意調查結果的可信度？ 
樣本的選取盡可能隨機 
接觸樣本以面訪取代電訪和郵寄問卷 
使用雙重否定的問句測試受訪者是否真誠回答 
在全國性的民調中，以區域抽樣來兼顧不同區域的代表性 

22 下列何者不是學者奧蒙（G. Almond）和佛巴（S. Verba）所提「政治文化」的類型？ 
菁英型政治文化（elite political culture） 臣屬型政治文化（subject political culture） 
狹隘型政治文化（parochial political culture） 參與型政治文化（participant political culture） 

23 下列關於憲法功能的敘述，何者錯誤？ 
建立政府的正當性 設定政府結構 有助於富國強兵 宣示國家理想 

24 下列那個國家的憲法屬於柔性憲法？ 
英國 美國 法國 德國 

25 下列何者並非文官體系的角色功能？ 
福利服務 制定法律 特定產業的管制 證照授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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